原居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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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Days Taiwan Island Classic Tou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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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pei, Taichung, Sun Moon Lake, Chiayi, Alishan, Tainan, Changhua, Miaoli, Taoyuan
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: 星期六 Saturday

Tour code : ATT8

(CAD)$

品嚐台式美食、魅力台灣所在、絕對純玩之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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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特色

☆堅持品質全程無購物、無必須自費項目！
☆體驗兩大人氣夜市，吃盡台灣小吃：台中逢甲夜市、嘉義文化路夜市
☆三大私房景點：彰化鹿港小鎮、台中高美濕地、三義勝興車站
☆台灣四大知名景點：故宮博物館、101大樓*包登頂門票*日月潭景區、阿裡山森林游樂區
☆貼心安排台灣唯一台南關仔嶺泥漿溫泉，享用一個泥漿溫泉浴，一泡解疲累
☆保證入住一晚台北最具代表性中國風飯店“圓山大飯店”價值非凡！
安排享用地道風味餐

台灣在地美食推薦餐廳：鼎泰豐、瓮缸雞、嘉義雞肉飯、台南擔仔面、
、
電影「那一年我們一起追的女孩」之彰化肉圓、台灣特色海鮮餐

住宿酒店/導遊/接送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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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居地

Hometown

全程入住4/5星豪華酒店
接機時間: 10:00 - 22:00
送機時間: 09:00 / 13:00
英/中文專業導遊服務。

台北

Taipei

是日乘坐豪華客機飛往台灣（台北）。

22

台北

Taipei
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後，專人迎接後送往酒店休
息。
住宿：桃園桃禧航空城飯店或同級

Hotel: Orchard Park Tao Yuen or similar
101大樓

【故宮博物院】
【故宮博物院】藏有全世界最多的無價中華藝
術寶藏，擁有“中華文化寶庫”美名，是來台
灣旅遊的必訪之地。
【士林官邸】因此地環境清幽，三面環山，山
【士林官邸】
清水秀且交通便利，所以選定這裏作為“總統
官邸”。
【101大樓】
【101大樓】是台灣最高的摩天大樓, 曾被譽
為世界第一高樓，目前為世界第十摩天大樓。
親身體驗全球起降速度第四快的電梯登上觀景
台，美麗台北市景色一覽無遺。
【逢甲夜市】
【逢甲夜市】台灣最大的觀光夜市，以有趣的
小吃聞名，成為創新小吃的原始地。
是日美食精華：鼎泰豐-曾為【紐約時報】推薦
為“世界十大美食餐廳之一。
住宿：台中中南海酒店或同級

Hotel: City Resort Taichung or similar

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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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台禪寺
日月潭風景區(船
遊) –集集小鎮
嘉義 - 文化路夜市
(早/午)

Chung Tai Chan Monastery
Sun Moon
Lake National Scenic Area (cruise) – JiJi Town
Chiayi - Cultural Road Night Market (B/L)
【中台禪寺】
【中台禪寺】整個新建築乍看之下彷彿金字塔
形態，規劃龐大外觀融中西工法，寺頂高聳壯
觀，讓人讚嘆。
【日月潭風景區】是台灣唯一的天然湖，為日
【日月潭風景區】
潭與月潭之合稱，因其雙潭水色各異而得名。
四周群山環抱、湖面遼闊，群峰倒影湖中，是
台灣著名的淡水湖泊之一。
【集集小鎮】在清朝的時候是一片荒蕪之
地，是台灣極少數原住民聚居的地方，因
過去曾是生活必須物資交換點而得名。如
今走進集集小鎮，還能在古老的建築和街

故宮博物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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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月潭

故宮博物院–士林官邸 - 101大
台中 - 逢甲夜市 (早/午)

National Palace Museum - Shihlin Residence –
Taipei 101 Taichung - Fengjia Night Market
(B/L)

P6

中台禪寺

道中感受當年繁華的商貿痕跡，好好回味
其百年歷史的文化積澱。
【文化路夜市】
【文化路夜市】為嘉義最繁華熱鬧的街道，沿
路有各式各樣的商店，夜市中有許多聞名的地
道小吃，不容錯過。
是日美食精華：台灣瓮缸燒雞鄉土料理
住宿：嘉義樂億皇家渡假酒店或同級

Hotel: Look Royal Hotel or simila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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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
阿里山旅遊區
台南
- 安平古堡 - 安平老街 - 赤崁樓 - 關仔嶺
泥漿溫泉 (早/午/晚)
5

Chiayi
Alishan Scenic Area
Tainan Anping Castle - Anping Old Street - Chikan
House – CingYa Hot Spring (B/L/D)
【阿裡山森林游樂區】台灣八景之一。懸谷、
【阿裡山森林游樂區】
峭壁、瀑布等地形景觀發達，春可賞花、夏能
避暑，秋冬觀日出、看雲海，一年四季皆有可
觀。
【安平古堡】原為荷蘭所建，早期漢人稱荷蘭
【安平古堡】
人為紅毛，所以把這座巍峨的城城為紅毛城。
日治時期改建後，稱為安平古堡。
【赤崁樓】原為荷蘭人所建。早期的漢人稱
荷蘭人為紅毛，所以也把赤崁樓叫做紅毛樓，
或稱番仔樓；目前赤崁樓列為國家一級古蹟，
也是台南代表性的名勝。
【關仔嶺泥漿溫泉】
【關仔嶺泥漿溫泉】關子嶺以泥漿溫泉聞名，
除 了 舒 適 寬 敞 的 景 觀 套 房 ， 還 有 露 天 泥漿風
呂、精油養生池、精油SPA水療池、室內男、
女裸湯。
是日美食精華：嘉義雞肉飯特色料理 / 台南赤
崁擔仔面特色料理
住宿：台南桂田酒店或同級

5
高美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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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南
彰化 - 鹿港小鎮
台
中 - 高美濕地
苗栗 - 三義勝興車站
新竹或桃園 (早/午/晚)
Tainan
Changhua – Lukang Town
Taichung – Gaomei Wetlands
Miaoli –
Shengxing Station
Hsinchu / Taoyuan
(B/L/D)
【鹿港小鎮】位於彰化的鹿港老街，是台灣重
【鹿港小鎮】
要的歷史古鎮之一，由於昔日的鹿港是以貿易
為主，港口附近由於地利之便，形成船行與商
家的重要據點。鎮內的大戶人家居住之處，更
增添這棟百年洋樓一些歲月刻劃的風情。
【高美濕地】
【高美濕地】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，是國內少
數幾處雁鴨集體繁殖區之一。曾在高美濕地棲
息的鳥類有多達120餘種，為重要之生態保育
區。
【三義勝興車站】原為台灣鐵路管理局臺中線
【三義勝興車站】
（舊線）的鐵路車站，後因鐵路改線而裁撤，
現為苗栗縣著名觀光景點。
是日美食精華：特色彰化肉圓 /客家特色料理
住宿：新竹日月光香山館或同級

【慈湖景區】早期因軍事管制，保留了相
當原味的原始風貌，前、後慈湖生態環境
豐富，林木繁盛又有著神秘與清幽的氣
息 ， 尤其每逢秋冬之際，楓紅染山頭更是
十分美麗。
是日美食精華：海龍珠海鮮餐
住宿: 五星級台北圓山大飯店店或同級

Hotel: Grand Hotel Taipei or simila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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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北

Taipei

早餐後統一送往機場，結束愉快的行程。
(本公司有權視當時之情況並保留本行程之更動權及變
換旅館之權利，團員不得異議)

Hotel: Hooyai Hotel Hsinchu City or similar

Hotel: Queena Plaza Hotel or similar

三義勝興車站

鼎泰豐

*上下阿裡山各需要2個小時車程，如果當天由
於天氣或路況或者預約額度滿等不可抗力因素
不能上山，則取消阿裡山行程，改為游覽台灣
其他地區景點。不退任何費用。

瓮缸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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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居地 (早)

Hometown (B)

台南擔

慈湖景區
(早/午)

台北–下午自由活動

Cihu Scenic Area
afternoon (B/L)

Taipei – Free time at th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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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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